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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施雨岑） 毛泽东行
军打仗时使用的茶缸、朱德指挥作战用过的马鞍、任弼
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下的皮带……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9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 26日展出 300余件套珍
贵文物，集中展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为
创建人民军队、建立新中国作出的贡献。

展览分为人民军队、军事著述、艰苦卓绝、人民战
争4个部分，展品包括文献、实物、武器、历史照片、美
术作品、蜡像等，其中近半数为首次展出的文物。

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包括新入藏国博的经典雕塑作
品 《毛泽东在井冈山》《战友》《十大元帅》《邓小平》、
国画《毛泽东与好战友朱德在一起》等艺术品。

据介绍，该展览将于 7月 26日至 9月 26日在国博北
10展厅展出。

国博展出300余件套
开国元勋相关文物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
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
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要加快推
动中央企业完成公司制改制，在划拨土地处置、税收优惠、工
商变更登记和资质资格承继等方面给予相关政策支持。
2017年年底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法》登记、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不含中央金融、文
化企业），要全部改制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登记
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方案》提出，推进公司制改制要规范操作。一是要制定

改制方案，明确改制方式、产权结构设置、债权债务处理、公
司治理安排等。二是要严格审批程序。中央企业集团层面
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由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批
准；改制为股权多元化企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按程
序报国务院同意后批准。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的改制，除另
有规定外，按照企业内部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三是要确
定注册资本。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全资子公司的，可以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作为确定注
册资本的依据。改制为股权多元化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履
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进场交易等各项程序，并
以资产评估值作为认缴出资的依据。

《方案》强调，统筹推进公司制改制。一是要加强党对改

制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企业改制中
得到充分体现和切实加强。要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处理
好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二是要建设现代企业制度。
以推进董事会建设为重点，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
统一起来，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三是要完
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不断深化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
革。四是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按照法律法规和国有企业
改制、国有产权管理等有关规定规范操作，严格履行决策程
序，加强监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中央企业要切实落实责任，建立有效工作机制，扎实有
序推进。国务院国资委将会同各有关部门，对中央企业改制
工作加强指导，强化监管，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杨雅雯） 正在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铭记光辉历史 开创强军伟业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主题展览”26日结
束了为期5天的专场参观，27日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26 日是专场参观的最后一天，虽有雨水不期而至，
但并未浇熄观众的热情。一大早，军事博物馆南广场上
就已有不少观众撑着雨伞自觉排队等候。

今年 59 岁的张宪刚曾在上小学时来过军事博物馆。
“现在的展厅恢宏大气，展品也多了。”在陈列着各式纪
念章的展柜前，张宪刚说，看过展览最深的感受就是人
民军队一路走来越来越强，“震撼啊，看了有种发自内心
的自豪。”

展览中，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是
新近入馆并首次展出的珍贵文物。上午 10时，包括周保
中女儿周伟在内的约 30名东北抗联后代来到军事博物馆
参观。“我们的军队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对党和人民的无
限忠诚，是我们永远缅怀和学习的榜样。”望着展柜里父
亲的笔记本，周伟说。

展厅出口处的观众留言台上摆放着几本厚厚的留言
本，许多参观完的观众都在此留下了自己的感想。王秀
兰的儿子是一名军人，她在参观展览后写道：“我是第一
个进、最后一个出的，观后受益匪浅。要告知我儿在部
队搞好科研，强我国家，为国增光。”

这次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31日，团体和个人观众可通
过军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自助预约。参观时
间为每天9时至17时，主题展览期间周一不闭馆。

军事博物馆建军90周年
主题展览今起对公众开放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7月26日，农民在任县永福庄乡农光互补扶贫光伏发电场
谷田里劳作。

近年来，河北省任县在推进扶贫攻坚过程中，积极探索光
伏产业扶贫新路，采取“政府+企业+贫困户”的合作模式，
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针对困难群体开展长期持续帮
扶，取得良好的效果。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光伏发电照亮扶贫新路

泰国前总理英拉
银行账户被冻结

新华社曼谷7月26日电（陈家宝） 泰国司法部长素瓦
班·丹育瓦他那 25日说，司法部已着手冻结身陷大米收购
案的前总理英拉的12个银行账户。同日，英拉在其社交媒
体个人主页上证实，政府已冻结她的财产。

素瓦班说，司法部已经收到相关部门提交的英拉银行
账户资产明细报告，并将依法冻结这些账户，待账户所属
银行完成资产情况查证后将其交给财政部。

司法部还表示，冻结英拉银行账户的命令将维持 10
年，且可以继续调查英拉其他财产并对之进行冻结。

对此，英拉发文说，政府在最高法院还未对大米收购
案作出判决前就先冻结其银行账户，是有意释放讯号和滥
用权力。她表示将坚强面对，全力自证清白。英拉已向法
庭提交了请愿书，申请撤销对其银行账户的冻结，停止资
产扣押。

陷丑闻接受国会质询
安倍被迫改口四面楚歌

新华社东京7月26日电（记者王可佳 马峥） 日本国
会24日和25日在闭会期间审查加计学园丑闻。

会场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到场接受质询，被迫
改口；会场外，民众集会要求安倍下台。

作为安倍心腹，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成为众矢之的；安
倍领导的自民党在宫城县仙台市长选举中受创，安倍内阁
支持率再创新低。

印度孟买居民楼垮塌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12人

新华社孟买7月26日电 印度警方26日凌晨说，25日
在孟买发生的居民楼垮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另有12人受伤。

当地时间25日10时45分，孟买北部城区一座4层居民
楼垮塌。警方26日表示，楼内有15户家庭居住。目前还有
10余人仍被埋在废墟下。

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搜寻和救援工作
仍在进行中。此次事故原因尚不明确。

伊朗称一巡逻船遭
美军舰“挑衅性”警告射击

新华社德黑兰7月26日电（记者马骁）伊朗媒体 26日
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份声明报道说，隶属于革命
卫队海军的一艘巡逻船25日在海湾水域遭美国军舰“挑衅
性”警告射击。

声明说，一艘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巡逻船25日早晨在
海湾北部国际水域执行巡逻任务时，一艘美国军舰向其接
近，并向其进行两次“挑衅性”警告射击。

声明表示，革命卫队巡逻船没有理会美军舰的“挑衅
且不专业的举动”，并在美军舰驶离后继续执行任务。

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对媒体说，美海军“霹雳”号巡逻
舰 25日在穿越海湾北段海域时，一艘伊朗船只向其逼近，
相距最近时不足 140米。“霹雳”号船员在试图与伊方船只
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等无果后，发射了数枚警示弹。

阿一军事基地遭袭致26人死亡

新华社喀布尔7月26日电（记者代贺 卢树群） 阿富
汗国防部26日说，该国南部坎大哈省一处军事基地25日晚
遭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 26名士兵死亡，另有 13
名士兵受伤。一名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地时间25
日晚22时左右，阿富汗国民军位于坎大哈省北部哈克莱兹
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遭塔利班分子袭击，当时该驻地至少
有70名士兵，双方发生交火并互有伤亡。当地警方发言人
齐亚·杜拉尼对记者说，26日凌晨武装分子已被击退，事件
目前仍在调查中。袭击发生后，塔利班组织宣称实施了此
次袭击。

美众议院通过
对俄伊朝三国制裁议案

7月25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瑞安出席记者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25日表决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伊
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议案。众议院当天以419票赞成、3票
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这项议案。根据该议案，美国将以俄
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和乌克兰危机等为由，
追加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经济制裁；美国将以发展弹道
导弹项目等为由，对伊朗和朝鲜实施制裁。根据相关流程
规定，该议案将交由国会参议院进行审议。

新华社发（沈霆摄）

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
开始履行职能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26日介绍，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已开始履行职能。

陆慷说，根据双方协议，中国驻巴拿马商代处已于7月
13日正式变更为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并开始履行职能。

中国和巴拿马于今年6月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7月26日，在北京天文馆，家长带着孩子在摄影展上参观。
当日，由新华通讯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的“中国梦·航天梦——首届中国航天员飞天摄影

作品展”在北京天文馆开幕。展览以图片为主，并使用VR、AR等技术模拟飞船内部场景，让参观者对中国
载人航天领域有更加直观、全面的了解。

新华社记者 王化娟 摄

首届中国航天员飞天摄影作品展在京举行

新华社广州7月26日电 （记者吴涛） 广东、广
西、海南、贵州、云南等南方五省区已全面执行输配电
价。南方电网表示，通过输配电价改革、扩大市场化交
易等方式，预计今年可降低客户用电成本468.6亿元。

这是记者从26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国企改革前沿
论坛上获悉的。

南方电网公司总经理曹志安介绍，2014年南方电网
配合国家发改委在深圳启动了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探索
建立并不断完善“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电价机制及配
套办法，实现了输配电价改革“破冰”。

曹志安说，通过将深圳试点经验推广，南方电网已
经完成了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和贵州等南方五省区
的输配电价核定，建立了平衡账户监测机制，研究并妥
善处理电价交叉补贴问题，保障输配电价机制平稳实
施。目前南方五省区已全面执行输配电价。据统计，
2016年已实施输配电价改革的深圳、云南、贵州合计降
低用户成本52.5亿元。

“通过输配电价改革、扩大市场化交易、减少代收
基金、降低脱硫脱销电价等方式，预计今年南方电网可
降低客户用电成本468.6亿元。”曹志安说。

南方五省区全面执行输配电价
预计今年可减少用电成本468.6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姜辰蓉、陈聪）当前
我国食品安全总体状况稳定向好，但围绕食品安全的各
类谣言时有发生，引发公众“舌尖上的焦虑”，也对产业
健康发展和公共安全造成影响。记者26日从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食品安全谣言防控和
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主动公开政务信息，及时组织辟
谣，严厉惩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

信息公开是遏制谣言传播的利器。通知要求，各级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公开为常态、不公开
为例外”的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及时公开准确、完整
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挤压谣言流传的空间。

通知明确，谣言涉及的当事企业是辟谣的第一责任
主体。对谣言明确指向具体企业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要责成相关企业发声澄清；指向多个企业或者没有具体

指向的，要组织研判，采取措施制止谣言传播，并采取
适当方式澄清真相。要加强食品谣言的规律、特点分
析，建立谣言案例库，对类似谣言、季节性谣言，提高
识别、判定的工作效率。

互联网是食品谣言的“重灾区”，各种“网络检测”
“现场实验”也往往让公众难辨真假。通知要求，任何组
织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发布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
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不得发布、转载不具备我国法定
资质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的食品检验报告，以及据此开
展的各类评价、测评等信息。一旦发现违法违规发布食
品安全信息，应严肃查处，并向社会公告。

通知还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接到食品安全谣言报案
后，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惩处谣言制造者和传
播者。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调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国家食品谣言治理新规出台
严惩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陈炜伟） 全国三教办
近日组织青年编辑记者赴广西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来自
37家中央及行业新闻媒体的青年编辑记者参加了此次活
动。

在为期一周的主题教育活动中，青年编辑记者走进
百色、东兰等市县，深入革命老区、红色故土，与老区人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状况，重温党的

光荣革命传统，见证革命老区的积极变化。
全国三教办副主任、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殷陆君说，

要通过此次活动推动青年编辑记者重温党史和新闻史，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采写有思想、
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
良好思想舆论氛围。

全国新闻单位青年编辑记者走进革命老区重温党史和新闻史


